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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通讯员　李蓉

2008 年的 8 月，从西北工业大学毕业
的何玉厚兴冲冲地来到江西景德镇。一下车，
扑面而来的滚滚热浪着实让他体验到了什么
叫“热在三伏”。可是只要能在航空工业昌
飞工作，能干自己喜欢的直升机铆装专业，
何玉厚觉得这些都不算什么。“干工作就是
要有一种铆钉精神”，这既是他日常工作中
的行事准则，也是多年来身边同事对他的一
致评价。

敢于担当
面对困难就要迎难而上

“干一行、爱一行、精一行”，是何玉厚
的座右铭。从部装车间工艺员一步一步成长
为昌飞工程技术部系统集成办部装技术室主
管工艺员，遇到工作中出现的难点问题，何
玉厚从不退缩，敢于担当，带领团队成员冲

锋在型号交付最前线。
2020 年 10 月，昌飞进入四季度生产任

务冲刺的白热化阶段。在工作任务最为繁重
的 40 天里，何玉厚认真梳理生产现场出现
的各类铆装问题，以部装、总装及试飞型号
交付任务为目标，制定了一套高效、快速的
工作方案。他综合考虑团队成员的业务水平、
工作分工及个人的实际状况，合理安排现场
跟班及值班人员，明确工作节点，提出解决
方案，做到当天发现问题、当天响应，确保
小问题不隔夜、大问题不隔日，按节点完成
任务。|

认真的工作作风使何玉厚逐渐形成了刻
苦钻研、深入实际、一丝不苟的工作风格。
一次，某型机应急门抛放遇到问题。接到车
间的求援电话后，何玉厚迅速赶到现场，一
边组织车间完成装配调整及淋雨验证，一边
求证验证抛放力、淋雨指标，准备提交军检。
没想到当完成所有规定实验后，应急门却突
然漏水，需要重新制定改进方案，否则将影
响下一步总装交付进度。深夜寂静的厂房里，
何玉厚一遍又一遍地仔细查看应急门结构形
式及技术要求，认真梳理，最终制定出 3 种
改进方案。经过现场验证，终于确定了其中
一种方案的合理可行性，次日即得到军代表
的认可，将问题顺利归零。

勇于创新
突破铆装专业关键技术

“持续创新是质量提升的最佳驱动力。”
对何玉厚来说，钻研技术、解决难题成了他

工作最大的乐趣。
一次，CR777XS 系列抽芯铆钉国产试

验件通过工艺适应性安装后需进行装机验
证，原计划在某型机 01 架机的尾部结构上
进行装机飞行验证，但生产现场已完成了该
机的铆接装配节点，只能更换在 02 架机上
进行装机验证。在现场何玉厚发现，根据研
制计划，02 架机作为备用飞机，如果不参
与飞行，将无法完成抽芯铆钉的飞行验证项
目。他立即向相关部门汇报这一情况，同时
详细查看尾部结构安装形式及相关系统件的
安装要求，创新提出将 01 和 02 架机两架机
尾部结构对换的可行性方案。相关部门配合
完成结构对换工作，为铆钉的装机及飞行验
证参数提供保障。

作为公司进口标准件国产化铆装专业联
络员，为解决进口标准件采购难的问题，何
玉厚主动承担了 HST 系列不锈钢高锁螺栓
螺母、CNP 系列无铆托板螺母及 MBF 系列
螺纹抽芯铆钉的国产化研制工作。他主动协
调设计所、制造厂及公司部装车间等单位，
完成相关标准的翻译、对标、编制，组织标
准件的工艺适应性安装及装机验证等工作，
开展现场工作会，对遇到的技术问题及时处
理归零。为推进项目进度，他还完成了标准
件试验计划方案、试验分析报告等技术文件
的编制。经过团队成员的共同努力，该项目
于 2020 年 12 月底通过航空工业鉴定审查，
成为昌飞首个通过鉴定的进口标准件国产化
项目，为后续国产化标准件的应用打下坚实
基础。

勤于奉献
航空报国的无悔选择

心中有力量，脚下有方向。随着公司系
列科研型号不断增多、生产任务不断加大，
各型机从工艺准备到首飞的周期短、研制任
务重。为此，公司专门成立了由工程技术部、
特设维修中心、直升机铆装厂、直升机总装
厂等相关单位人员组成的直 8 系列型机技术
状态管控团队。作为团队成员之一，何玉厚
和其他成员共同负责型号的技术状态管控工
作，根据科研生产计划对各型机进行总体规
划，清理预先投产目录，组织下发投产计划
及工艺准备，想尽一切办法确保科研型号按
节拍生产模式进行，保障型号工作稳步推进。

为做好铆装智能化专项工作，何玉厚带
领团队投入到直 8 系列框板件自动制孔生产
线建设中，突破了金属叠层构件自动制孔关
键技术，完成了自动制孔设备和工装制造；
同时以 AC313A 为验证对象，开展直升机
机身大部件自动对接技术研究，完成了自动
对接装配工艺设计；开展复合材料构件自动
钻铆技术研究工作，完成了复合材料构件自
动钻铆工艺试验、自动钻铆装配工艺设计及
设备的招标准备工作。

何玉厚常说：“一个人的价值不在于能
够索取多少，而在于对国家贡献多少。能够
把自己的精力和全部知识奉献给终身所热爱
的事业，就是人生最大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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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推进 62个航空航天产业项目建设

近日，哈尔滨市航空航天产业链工

作专班成立，负责研究部署全市航空航天

产业重点工作，协调解决产业发展中的重

大事项和重点难点问题，以重点项目为牵

引，拓展航空航天产业链，全面推进总投

资约 568 亿元的 62 个航空航天产业重点

项目建设。工作专班将建立龙头企业配套

产品目录，强化航空航天产业协作配套对

接。推动航空工业哈飞加快 AC312 系列、

AC352 系列等具有市场竞争力的重点直升

机型号研制和产业化发展 ；推动中国航发

东安提升轻型航空动力、航空机械传动系

统研发和生产能力，培育形成百亿级企业；

实施“雏鹰计划”，加快推动航空航天科技

成果转化 ；集中力量引进落地一批在产业

链构建中起关键作用的企业和重大项目。

安徽省构建“一枢十支”运输机场体系

安徽省交通运输厅近日印发《关于服

务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

建设现代化高质量综合立体交通网。以高

效率为导向，加快推进安徽省综合立体交

通网主骨架建设，打通综合运输大通道“堵

点”，增强区域间、城市群间、省际间、城

乡间交通运输联系。实施“高速上的安徽”

建设工程，推进高速公路“贯通加密扩容”

和干线公路“联通提质升级”，全面打造“五

纵十横”高速公路网；实施“航道上的安徽”

建设工程，加快建设“一纵两横五干二十线”

干线航道骨架网，促进区域港口合理分工、

协同发展，打造通江达海的现代港口群 ；

实施“翅膀上的安徽”建设工程，优化提

升合肥区域航空枢纽功能，构建“一枢十支”

运输机场体系，完善通用机场布局。

首家国家级无人机航空飞行营地
落户珠海

4 月 9 日，中国航空运动协会航空飞

行基地落户珠海科技学院，这是落户珠海

的首家国家级无人机航空飞行营地。|航空

飞行营地的建设，是国家航管中心贯彻落

实《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

的若干意见》等文件精神的重要举措，有

助于打通航空运动大众消费产品供给渠道，

推广和普及航空运动，从而提升航空体育

产业的发展水平。

制造业企业研发费用税前 100%加计扣除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近日发布《关

于进一步完善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

的公告》。公告指出，制造业企业开展研发

活动中实际发生的研发费用，未形成无形

资产计入当期损益的，在按规定据实扣除

的基础上，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再按

照实际发生额的 100% 在税前加计扣除 ；

形成无形资产的，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

按照无形资产成本的 200% 在税前摊销。

企业预缴申报当年第三季度（按季预缴）

或 9 月（按月预缴）企业所得税时，可以

自行选择就当年上半年研发费用享受加计

扣除优惠政策，采取“自行判别、申报享受、

相关资料留存备查”办理方式。

河北省加快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

日前，河北省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

合工作领导小组印发的《2021 年河北省两

化融合工作要点》提出，以深化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提质增效为中心，以

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推动新一代信息技

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加快工业互联网创

新发展，培育新模式、新业态和新增长点，

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

型，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为建设制造强

省和网络强省提供有力支撑。推动“制造

业 + 互联网”新模式应用，培育工业经济

新动能。围绕传统产业转型升级需求，推

广智能化产品、个性化定制、网络化协同、

智能化制造等制造业新模式，培育 50 个“制

造业 + 互联网”重点项目 ；围绕重点领域

智能制造需求，开展智能传感器、控制器、

伺服电机、精密轴承等关键共性技术和核

心技术研发，提高智能制造关键环节创新

能力和科技成果转化能力。

河南省下发 2021 年度 5G项目清单

日前，从河南省加快 5G 网络建设和

产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获悉，为加

快推进 5G 网络建设和产业发展，经各地

各单位推荐并审核，共有 559 个项目被列

为河南省 2021 年度 5G 项目，计划总投资

580 多亿元。据悉，列入清单的项目涵盖

网络建设、产业发展、技术研发、场景应

用等方面。

|（李梦依  整理）

干工作就是要有一种铆钉精神
——记航空工业昌飞2020年度劳动模范何玉厚 

“家用空调和飞机上用的空调有哪些
不同？”“航空与航天的区别是什么？”4
月 13 日，航空工业新航产品陈列厅迎来
了一群特殊的“客人”。70 余名来自新乡
市二中的中学生走进新航，通过航空科
普活动，在心中种下一颗“航空种子”。

通过观看新航形象片、航空知识科
普，中学生们对飞机和航空有了更多的
认识。新航团委青年无人飞行器协会成
员还带领学生们开展了多种飞行器的实
践飞行表演，让学生们对各种飞机类型
有了更为详细的了解，充分激发了学生
们对航空的兴趣和热爱。

刘佳　摄影报道

航空知识“飞”进校园

飞机知识科普讲堂、小航模组装制作
体验、航模队表演……4 月 9 日，航空工业
起落架将一场精彩的航空科普活动带进陕
西省西乡县骆家坝镇九年制学校，帮助那
里的孩子点亮“蓝天梦想”。

“看完了飞行表演，我们就朝着科技馆
奔跑而去。回来时，看见哥哥姐姐们坐上
小车，我们还是恋恋不舍。我下定决心将
来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和哥哥姐姐一样
去制造飞机，把自己的知识传递下去。”活
动结束后，四年级学生廖钰莎在科普体会
中写道。

“这是我第 4 次作为讲师参与科普教
育活动。每每看到孩子们纯真的笑脸和对
知识无比渴望的眼神，我都会感到肩上科
普责任的重大。在跟孩子们接触的过程中，
我切实体会到了孩子们对航空知识、对飞
向蓝天的渴望。”讲师范家豪说。

高进　摄影报道 4 月 9 日，航空工业宝成团委组织航
空科普讲师团走进金台区蟠龙镇小村小
学，开展以“中国梦、航空梦”暨“铸军
工报国心，育爱国接班人”为主题的航空
科普进校园活动。

本次航空科普围绕什么是航空、飞
机由哪些部分组成、飞机为什么可以飞起
来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讲解。在授课
过程中，讲师们现场提问，学生们踊跃作
答，学习氛围格外浓烈。通过航空科普授
课，全方位拓展了孩子们的航空知识，极
大激发了孩子们对航空知识的兴趣。

王显扬　摄影报道

近日，航空工业精密所航空
科普讲师团走进北京市东高地一
小，以“爱祖国、爱航空，我为
祖国造飞机”为主题，为孩子们
带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航空科普
小课堂。

通过讲师们声情并茂的讲解
及角色扮演的互动方式，同学们
对歼 20 有了全面细致的了解，孩
子们炯炯有神的眼睛闪烁着对航
空知识的渴望。

于雪晔　梁雨桐　摄影报道

我是组织一块砖
哪里需要往哪搬
——记中航西飞制造工程部党员技术保障团队

|| 杨程丽　王文博　高萌

在中航西飞制造工程部，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时刻牢记党员
第一身份，以组织需要为第一选择，做到心中有责、手里有活，
不辱使命、不负重托。面对“十四五”的壮美蓝图，他们将充分
发挥“一块砖”的作用，满怀激情、心怀壮志，为铺就航空强国
“十四五”新征程贡献智慧和力量。

“小弹簧”的故事

冶金技术室党员杨平说 ：“困难如弹簧，你强它就弱，你弱它
就强。”

近日，在现场常常看见一个一瘸一拐的身影，跌跌撞撞却又
坚韧有力。10 天前，杨平因脚伤刚刚进行了手术。在手术部位未
痊愈的情况下，他因为牵挂着单位的“小弹簧”，不顾医生劝阻毅
然返回工作岗位。

这个“小弹簧”的故事还得从更早说起。
2020 年 5 月 26 日，因起落架开关渗油问题，在分解检查过

程中发现某设备的小弹簧断裂。针对该棘手问题，杨平带领热处
理技术组进行技术攻关，从小弹簧制造过程符合性复査、工艺对
比试验及疲劳试验、工况模拟压缩试验、900 次寿命试验以及其
他类似的断裂案例中寻找蛛丝马迹。经过一轮轮抽丝剥茧终于让
故障重现，确定了小弹簧断裂的根源。

根据前期积累的经验，杨平邀请用户代表及行业失效分析专
家召开技术研讨会，制定出小弹簧优化及支撑垫圈改进方案。但
此方案在原有基础上进行了创新和突破，尚未得到验证，具有一
定的风险性。

为确保方案可行，杨平及攻关团队又马不停蹄地进入试验阶
段。2020 年年底，一个下着大雨的深夜，杨平在现场完成小弹簧
故障复现试验回家时，因道路湿滑加上体力有些不支，在途中遭
遇交通事故，导致左脚受伤需进行手术。此时杨平心中仍然惦记
着小弹簧试验，希望能够简单处理，最终在医生的不断劝阻下才
同意手术。住院期间，杨平把病床当成了遥控指挥中心，紧盯试
验进展并协调解决问题。医生建议至少需要住院半个月进行恢复，
但杨平在刚能走动时就出了院回到岗位，继续进行小弹簧试验。
他说 ：“小弹簧就像我的孩子，问题一天未彻底解决，我就一天寝
食难安。”通过不断试验及论证分析，最终证明制定的小弹簧优化
及支撑垫圈改进方案合理可行、风险可控，彻底解决了小弹簧断
裂的难题，保障了飞机的正常生产交付。

“大工装”的合作

他们说 ：“我们要像工装一样，成为科研生产的最强保障。”
近期，飞机出现因故障紧急备降的突发事件，上级领导紧急

安排技术装备设计所完成分解、运输及恢复所需工装设计。时间紧、
难度大，在千钧一发之际，技术装备设计所综合保障设计组紧急
成立党员突击队。党员程亚栋、景志凯、刘圣西主动承揽了机身
托架、左右侧翼身托架、左右机翼运输托架、机身吊挂、垂尾运
输托架等难度较大的工装设计任务。

队伍刚集结完毕，突击队就热火朝天地进入到应急设计方案
讨论中。从中午到午夜，从太阳高照到点点星光，时针走了整整
一圈，讨论也一轮比一轮激烈，设计方案终于初见雏形。队员们
摸了摸早已空空如也的肚子，相视一笑，隐去脸上的疲倦便又投
入到了相关资料的准备工作中。

当一切都准备妥当，时针已悄然指向凌晨3时。兴奋渐渐褪去，
困意浓浓袭来，大家伙儿趴在办公桌上便睡着了。清晨，大家脸
上的压痕清晰可见，疲惫却一扫而光，刚醒来便又开始了紧张的
设计工作。为确保进度，大家兵分两路，赵晓亮等留在办公室继
续设计，景志凯赶赴现场开展设计方案演练，及时反馈现场信息，
完善设计方案。通过突击队天衣无缝的配合，最终超前完成设计
任务，为顺利完成飞机分解、运输及恢复工作作出了突出贡献。

如钢铁战士般的突击队，终于在设计图纸交付那刻，顶着大
大的黑眼圈松了一口气，忽然瘫在办公桌前。有人问，在明知可
以提前完成任务的情况下，为何还要如此拼命？刘圣西答道 ：“节
点是完成任务最慢的底线。作为党员，我们更要高质量、高标准、
严要求。”|


